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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犎犕犚犉先验模型的犎犅犈卫星
遥感图像超分辨率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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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　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，郑州市陇海中路６６号，４５００５２）

摘　要：提出了一种在Ｂａｙｅｓ概率统计框架下的混合Ｂａｙｅｓ超分辨率重建算法，该算法采用 Ｈｕｂｅｒ马尔可夫

随机场（Ｈｕｂｅｒ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，ＨＭＲＦ）模型对理想图像进行先验建模，可以较好地突出重建图像的不

连续边缘特征信息。实验结果表明，该算法克服了极大后验概率估计（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，ＭＡＰ）算法中

的若干缺陷，取得了良好的重建结果，图像边缘特征清晰，纹理信息突出。

关键词：超分辨率重建；混合贝叶斯估计；盲解卷积；点扩散函数；最大似然估计

中图法分类号：Ｐ２３７．３

　　当一系列对同一地区或目标观测的多帧遥感

图像间存在微小的偏移，每帧图像包含独特的互

异信息时，图像超分辨率重建算法就能从中提取

新的图像信息，重建出质量更清晰、分辨率更高的

遥感图像。常用的图像超分辨率重建算法包括频

率域的消混叠重建方法和空间域的非均匀插值

法、Ｂａｙｅｓ概率统计方法、凸集投影法 ＰＯＣＳ

（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ｃｏｎｖｅｘｓｅｔｓ）等
［１，２］。本文提出

了一种在Ｂａｙｅｓ概率统计框架下的混合Ｂａｙｅｓ超

分辨率重建算法。

１　犎犅犈（犺狔犫狉犻犱犅犪狔犲狊犻犪狀犲狊狋犻犿犪狋狅狉）

超分辨率重建算法

　　Ｂａｙｅｓ估计中，需要建立理想图像的先验模

型将病态的超分辨率重建问题归整化，传统ＭＡＰ

估计以降质图像参考帧一阶插值或双线性插

值［３５］后的图像为基础建立图像先验模型，但降质

图像受到多种模糊因素和噪声的污染，因而采用

这种途径建立的先验模型对噪声较为敏感，难以

获得最佳的重建结果。而且 ＭＡＰ估计对先验模

型中的阈限参数没有准确建模，只能交互调节。

此外，已有的 ＭＡＰ研究实验通常要求ＰＳＦ已知

或仅采用模拟数据进行实验。

ＨＢＥ算法包括以下４个主要步骤：① 依据

给定的增强因子τ确定矩阵犇（τ与犇
－１具有间接

的关联关系），利用分级块匹配法［４］确定不同帧遥

感图像相对于参考帧的几何变形矩阵犜；② 将参

考帧依据τ双线性插值放大，采用ＡＰＥＸ算法对

参考帧的插值图像盲解卷积，获取理想高分辨率

（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，ＨＲ）图像的最佳近似值以及点

扩散函数（ｐｏｉｎｔｓｐｒｅａ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，ＰＳＦ）估值；

③ 依据 ＨＲ 图像的最佳近似值进行最大似然

（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，ＭＬ）估计，建立 ＨＭＲＦ

先验图像模型；④ 将 ＨＭＲＦ模型作为先验信息

引入Ｂａｙｅｓ估计中，获得最终的重建结果，重建中

采用梯度优化算法加速收敛过程。该算法有三处

创新点：① 对降质图像进行盲解卷积处理，得到

理想图像的最佳近似值和ＰＳＦ模型；② 以最佳

近似值替代理想图像，采用 ＭＬ估计获取 ＨＭＲＦ

模型中阈限参数的粗略估计值，实现了该算法的

半自动化；③ 该算法成功地应用于真实遥感图

像，表现出优越的重建复原性能。

１．１　犃犘犈犡盲解卷积

ＡＰＥＸ是一种基于快速傅立叶变换的直接盲

解卷积算法。它假定图像犵（狓，狔）被平移不变的

二维放射对称ＬéｖｙＳｔａｂｌｅ概率密度函数（也称为

犌类点扩散函数）模糊降质，能够快速处理较大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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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的遥感图像。犌类点扩散函数犺（狓，狔）的光学

传递函数（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，ＯＴＦ）犎（ε，

η）的形式为：

犎（ε，η）＝∫犚
２
犺（狓，狔）ｅ

－２π犻（ε狓＋η狔）

ｄ狓ｄ狔＝ｅ
－犪（ε

２
＋η
２）犫（犪＞０，０＜犫＜１） （１）

　　犌类函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犫＝１对应高斯

密度函数，如电子元件的点扩散函数，犫＝５／６对

应长曝光大气湍流模糊，犫＝１／２对应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

（Ｃａｕｃｈｙ）密度函数，如医学中的 Ｘ射线散射现

象。

只考虑遥感图像的模糊降质时，理想图像和

降质图像存在如下关系：

犵（狓，狔）＝犺（狓，狔）犳（狓，狔）＋狀（狓，狔） （２）

其傅立叶变换形式为：

犌（ε，η）＝犎（ε，η）犉（ε，η）＋犖（ε，η） （３）

　　在噪声影响较小的情况下，忽略犖（ε，η），经

归一化推导，在频率域内存在一个区域Ω，犌（ε，

η）、犉（ε，η）以及犎（ε，η）满足下述关系：

ｌｇ犌（ε，η）≈－犪（ε
２
＋η

２）犫＋ｌｇ犉（ε，η）

（４）

　　将ｌｇ犉（ε，η）用常数－犃代替，使ε、η取不

同的值，对曲线－犪（ε
２＋η

２）犫－犃进行非线性最小

二乘拟合，可获得犪、犫的估计值来确定ＰＳＦ模

型。将参数（犪，犫）输入式（５）中进行解卷积去模

糊处理，再实施傅立叶逆变换，可得到理想高分辨

率的最佳近似值：

犉（ε，η）＝
犎（ε，η）犌（ε，η）

犎（ε，η）
２
＋犓

－２ １－犎
狊（ε，η）

２

（５）

式中，犎表示犎 的共轭；犓 和狊都是可调参数，一

般０．００１≤狊≤０．０１，犓 值交互调节。

１．２　犕犔图像建模

ＨＭＲＦ假设图像是分块平滑的，整幅图像由

区域间相互不连续的平滑区域组成。采用 ＨＭ

ＲＦ模型可以较好地保持图像的边缘特征，以Ａ

ＰＥＸ盲解卷积得到的最佳估计值为基础，建立

ＨＭＲＦ先验模型：

狆（犳）＝
１

犣
ｅｘｐ －

１

２β∑犮∈犛ρ
α（犱

狋
犾犳｛ ｝） （６）

式中，犣是称作划分函数的归一化函数；β是温度

参数；犮是包含在图像簇犛 中的局部像素群；

ρα（狓）是与簇相关联的位势函数；犱
狋
犾犳 是数据空间

分布的测量值，图像平滑处较小，边缘特征处较

大。在最佳估计图像的每个像素位置（犿，狀），都

要根据下面的有限二阶差分公式计算４个空间分

布测量值：

犱狋犿，狀，１犳＝犳犿，狀－１－２犳犿，狀＋犳犿，狀＋１

犱狋犿，狀，２犳＝０．５犳犿＋１，狀－１－犳犿，狀＋０．５犳犿－１，狀＋１

犱狋犿，狀，３犳＝犳犿－１，狀－２犳犿，狀＋犳犿＋１，狀

犱狋犿，狀，４犳＝０．５犳犿－１，狀－１－犳犿，狀＋０．５犳犿＋１，狀＋１

（７）

　　图像数据中边缘出现的可能性由 Ｈｕｂｅｒ边

缘代价函数控制：

ρα（狓）＝
狓２，狘狓狘≤α

２α狘狓狘－α
２，狘狓狘＞

｛ α
（８）

式中，α是对二次项区域与线性区域进行分割的

阈值参数，控制先验模型中不连续特征的概率和

尺寸，α→∞说明图像模型中不可能出现不连续特

征。ＭＡＰ估计关于α的选取是比较盲目的
［３，４］，

在（０，＋∞）范围不断调节α，以取得理想的重建

结果。为了对α的取值进行估计，以α为待估参

数建立似然函数：

犔（α）＝
１

犣
ｅｘｐ －

１

２β∑犿，狀∑
４

狉＝１
ρα（犱

狋
犿，狀，狉犳｛ ｝） （９）

　　对图像犳的每个像素点分别计算其４个方向

的二阶差分值，并进行比较，将最大差分值排序，

记录最大差分值集合犈。假设图像中每个像点只

有一个空间方向的二阶差分值可能超出阈值α，

并分别假设图像中的边缘点占图像像素总数的

２５％、５０％、７５％、１００％，即集合犈 中分别存在

２５％、５０％、７５％和１００％的点值大于α。在上述

假设条件下，对α进行最大似然估计，得到α的极

大似然估计值：

α^＝ ∑
（犿，狀）∈犈狋

（犱狋犿，狀，狉犳 ）／狀 （１０）

式中，犈狋为图像边缘点组成的集合；狀为集合犈狋

中的边缘点数。^α是对α的一个粗略估计，与真

实值存在一定偏差，但可以克服 ＭＡＰ中α设置

的任意性和盲目性，实现 ＨＢＥ的半自动化。

１．３　引入犎犕犚犉模型的犅犪狔犲狊估计

Ｂａｙｅｓ估计的涵义就是在给定一系列降质遥

感图像犵的条件下，使理想图像犳出现的概率最

大，^犳ＭＡＰ＝ａｒｇｍａｘ
犳
狆（犳｜犵）。利用Ｂａｙｅｓ规则，该

式可转化为：

犳^ＭＡＰ ＝ａｒｇｍａｘ
犳

狆（犵狘犳）狆（犳）

狆（犵）
（１１）

式中，狆（犳）为理想图像的先验模型；狆（犵）与随机

量无关，可以忽略；条件密度狆（犵｜犳）对加性噪声

和运动估计误差建模，假设不同帧图像的噪声和

运动估计误差为零均值独立同态高斯分布，则

狆（犵｜犳）的概率分布符合：

０９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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狆（犵狘犳）＝
１

（２π）
犖
２σ
犖
·

ｅｘｐ －
１

２σ
２
（犵－犠犳）

Ｔ（犵－犠犳｛ ｝） （１２）

式中，σ
２为加性噪声和运动估计误差的均方误差；

犖 为单帧降质遥感的像素数目。将式（６）和式

（１２）代入式（１１），并取ｌｇ对数，得到在给定多帧

降质遥感图像情况下的基于 ＨＭＲＦ的理想遥感

图像Ｂａｙｅｓ估计值为：

犳^ＭＡＰ ＝ａｒｇｍｉｎ
犳

犳（^犳ＭＡＰ，σ｛ ｝）＝

ａｒｇｍｉｎ
犳

１

２σ
２ 犵－犠犳

２
＋∑

犿，狀
∑
４

狉＝１
ρα（犱

狋
犿，狀，狉犳｛ ｝）

（１３）

式中，犳（^犳ＭＡＰ，σ）为凸目标函数，存在最小值，可采

用梯度优化算法计算犳^ＭＡＰ值。梯度优化算法沿着

梯度负方向定义的轨迹不断迭代，最终收敛于目标

函数的全局最小值。在每次迭代过程中（犻表示迭

代次数），目标函数的梯度为狉犻＝犳（^犳ＭＡＰ，σ），为

了减小犳（^犳ＭＡＰ，σ），每次迭代要求沿梯度的下降方

向狆犻＝－狉犻移动步长τ犻。将目标函数的迭代值

犳^ＭＡＰ以二阶Ｔａｉｌｏｒ级数展开，得到步长：

τ犻 ＝
狆
Ｔ
犻狆犻

狆
Ｔ
犻 

２
犳（^犳ＭＡＰ，σ）狆犻

（１４）


２
犳（^犳ＭＡＰ，σ）为目标函数的 Ｈｅｓｓｉａｎ矩阵。理想

ＨＲ图像的迭代解为：

犳^
犻＋１

ＭＡＰ ＝犳
犻

ＭＡＰ＋τ犻狆犻 （１５）

如果 某 次 迭 代，对 于 给 定 的 误 差 阈 值 ε，

犳^
犻＋１

ＭＡＰ－ 犳^
犻

ＭＡＰ

犳^
犻

ＭＡＰ

≤ε，则迭代收敛，^犳ＭＡＰ＝^犳
犻＋１

ＭＡＰ
。

采用梯度投影算子的 ＨＢＥ遥感图像超分辨

率重建的完整步骤如下。

１）依据给定的增强因子狇构建欠采样矩阵

犇，采用分级块匹配法估计几何变形矩阵犜，利用

ＡＰＥＸ算法得到理想遥感图像的最佳近似值作为

初始估计值犳
０
ＭＡＰ，依据ＰＳＦ函数确定模糊矩阵犎；

２）计算目标函数的梯度犵犻＝犳（^犳ＭＡＰ，σ）；

３）按照式（１４）计算步长τ犻；

４）更新理想的 ＨＲ遥感图像估计值 犳^
犻＋１

ＭＡＰ＝

犳
犻

ＭＡＰ＋τ犻狆犻；

５）如果收敛条件成立，则 犳^ＭＡＰ＝ 犳^
犻＋１

ＭＡＰ
，终止

迭代过程；否则，返回步骤２）。

２　实验结果与分析

　　为了检验ＨＢＥ算法对遥感图像空间分辨率的

改善程度，采用三组数据进行实验。数据Ⅰ为模拟

数据，对原始ＨＲ图像进行模糊、平移、旋转和欠采

样操作，得到７帧降质图像，以第３帧为参考帧，分

辨率增强因子为４。数据Ⅱ、Ⅲ分别为华北某城市郊

区、北京城区的７帧５ｍ分辨率ＳＰＯＴ５图像，分

别截取１２８像素×１２８像素大小的图像块进行实

验，以第３帧为参考帧，增强因子狇为２。

图１为模拟图像的实验结果，采用峰值信噪比

ＰＳＮＲ（ｐ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）对重建结果的质

量进行定量比较，图１（ａ）为第３帧降质图像的双线

性插值图像，ＰＳＮＲ为２８．１６；图１（ｂ）为采用 ＨＭ

ＲＦ模型的 ＭＡＰ重建结果，σ
２＝５，ＰＳＮＲ为３２．９５；

图１（ｃ）为采用ＨＭＲＦ模型的ＨＢＥ重建结果，σ
２＝

５，ＰＳＮＲ为３６．８１；图１（ｄ）为原始未降质的 ＨＲ图

像。ＰＳＮＲ数值越高，重建结果越接近原始 ＨＲ图

像。视觉评价结果和定量评价指标都表明，超分辨

率重建后遥感图像的质量相对于低分辨率图像有

明显提高，ＨＢＥ重建结果优于 ＭＡＰ重建结果，边

缘更清晰，纹理更突出。

图１　模拟图像超分辨率重建实验结果

Ｆｉｇ．１　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

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

图２（ａ）为实验数据Ⅱ参考帧的双线性插值

图像，图２（ｂ）为 ＭＡＰ重建图像，σ
２＝１０，图２（ｃ）

为 ＨＢＥ重建图像，σ
２＝１０。将 ＭＡＰ、ＨＢＥ重建

图像与插值图像比较，重建后，不仅遥感图像的明

暗程度和对比度得到了改善，而且空间分辨率也

确实得到了明显的提高。ＨＢＥ重建图像与 ＭＡＰ

重建图像对比，其边缘特征更加清晰，细节信息也

更为突出。观察实验数据Ⅲ的重建结果图３（参

数σ
２＝１０），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，即ＨＢＥ重建

图２　遥感图像数据Ⅱ的超分辨率重建实验结果

Ｆｉｇ．２　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

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Ｄａｔａｓｅｔ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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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遥感图像中的道路和房屋边缘等特征信息更

加清晰，图像分辨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。

图３　遥感图像数据Ⅲ的超分辨率重建实验结果

Ｆｉｇ．３　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

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ＤａｔａｓｅｔⅢ

３　结　语

本文采用ＨＭＲＦ模型对理想图像进行了建

模，如何依据理想图像的特性建立不同类型的图

像先验模型，以便更有效地突出重建图像的高频

信息和提高重建图像的空间分辨率，是今后进一

步研究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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